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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4)实用新型名称

一种鱼形路灯

(57)摘要

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鱼形路灯，包括发光

源和电源组件，发光源和电源组件电连接，包括

左壳体和右壳体，左壳体与右壳体拼接成鱼形外

壳，鱼形外壳的底部设有与之拼接的作为鱼肚部

分的灯罩，发光源设置在鱼形外壳内部并且透过

灯罩发出亮光；发光源设有用于将鱼形路灯固定

的固定部件，固定部件的一部分伸出鱼形外壳；

本实用新型通过在发光源处设置固定部件，通过

固定部件将鱼形外壳固定在路灯柱上，以实现将

鱼形路灯这种异形结构固定柱，降低安装难度，

提高现场施工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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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一种鱼形路灯，包括发光源和电源组件，发光源和电源组件电连接，其特征在于：包

括左壳体和右壳体，左壳体与右壳体拼接成鱼形外壳，鱼形外壳的底部设有与之拼接的作

为鱼肚部分的灯罩，发光源设置在鱼形外壳内部并且透过灯罩发出亮光；发光源设有用于

将鱼形路灯固定的固定部件，固定部件的一部分伸出鱼形外壳。

2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鱼形路灯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发光源包括散热器和灯珠

板，灯珠板安装于灯罩内，散热器位于所述鱼形外壳内部，并设置在灯珠板的上方，固定部

件与散热器一体成型或可拆装连接。

3.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鱼形路灯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固定部件包括连接片和尾部

固定板，连接片与散热器一体成型，尾部固定板与连接片一体成型，尾部固定板向所述鱼形

外壳的尾部延伸设置，尾部固定板的末端设有螺丝孔，以实现通过尾部固定板将鱼形路灯

固定。

4.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鱼形路灯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固定部件还包括安装套筒，

连接片与散热器一体成型，安装套筒的一端与连接片固定连接，另一端穿出所述鱼形外壳。

5.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鱼形路灯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连接片上设有用于走线的安

装孔，连接片通过锁螺丝的方式与所述安装套筒固定连接。

6.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鱼形路灯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连接片的两侧分别设有一挂

耳，挂耳与所述安装套筒固定连接。

7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鱼形路灯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灯罩选用PC罩。

8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鱼形路灯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发光源和灯罩之间设有防水

圈。

9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鱼形路灯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鱼形外壳的鱼嘴处设有球状

的含珠，含珠内设有感应器，感应器与所述电源组件电连接，以实现控制所述发光源的开启

或关闭。

10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鱼形路灯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鱼形外壳的尾部设有鱼尾

盖板，鱼形外壳的眼睛部分设有螺纹孔，并且通过螺丝将所述左壳体与右壳体固定连接，鱼

形外壳的眼睛部分还设有与之卡扣连接的鱼眼罩，鱼眼罩采用透光材料制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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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鱼形路灯

技术领域

[0001] 本实用新型涉及照明技术领域，尤其是涉及一种鱼形路灯。

背景技术

[0002] 路灯，指给道路提供照明功能的灯具，安装在室外使用。路灯的使用场景包括公

路、公园、庭院、私人别墅等。

[0003] 然而现有的路灯外形单一死板，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，为了增加路灯

的美感，使之更具观赏性，申请人将路灯设计成鱼的外形，使路灯更具有美感和观赏性，提

高游人的游玩兴致。

[0004] 然而，路灯做成鱼形时，发光源的位置难以设置，另外，由于其独特的外形构造，导

致鱼形路灯安装困难，现场安装施工效率低。

[0005] 因此需要改进。

实用新型内容

[0006]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，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提高游人游玩兴致

的、容易安装的鱼形路灯，以解决上述问题。

[0007]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，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：

[0008] 一种鱼形路灯，包括发光源和电源组件，发光源和电源组件电连接，包括左壳体和

右壳体，左壳体与右壳体拼接成鱼形外壳，鱼形外壳的底部设有与之拼接的作为鱼肚部分

的灯罩，发光源设置在鱼形外壳内部并且透过灯罩发出亮光；发光源设有用于将鱼形路灯

固定的固定部件，固定部件的一部分伸出鱼形外壳。

[0009]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，所述发光源包括散热器和灯珠板，灯珠板安装于灯罩内，散热

器位于所述鱼形外壳内部，并设置在灯珠板的上方，固定部件与散热器一体成型或可拆装

连接。

[0010]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，所述固定部件包括连接片和尾部固定板，连接片与散热器一

体成型，尾部固定板与连接片一体成型，尾部固定板向所述鱼形外壳的尾部延伸设置，尾部

固定板的末端设有螺丝孔，以实现通过尾部固定板将鱼形路灯固定。

[0011]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，所述固定部件还包括安装套筒，连接片与散热器一体成型，安

装套筒的一端与连接片固定连接，另一端穿出所述鱼形外壳。

[0012]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，所述连接片上设有用于走线的安装孔，连接片通过锁螺丝的

方式与所述安装套筒固定连接。

[0013]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，所述连接片的两侧分别设有一挂耳，挂耳与所述安装套筒固

定连接。

[0014]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，所述灯罩选用PC罩。

[0015]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，所述发光源和灯罩之间设有防水圈。

[0016]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，所述鱼形外壳的鱼嘴处设有球状的含珠，含珠内设有感应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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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应器与所述电源组件电连接，以实现控制所述发光源的开启或关闭。

[0017]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，所述鱼形外壳的尾部设有鱼尾盖板，鱼形外壳的眼睛部分设

有与之固定连接的鱼眼罩，鱼眼罩采用透光材料制成。

[0018] 采用上述结构后，本实用新型和现有技术相比所具有的优点是：1、采用新型固定

方式，通过在发光源处设置固定部件，通过固定部件将鱼形外壳固定在路灯柱上，以实现将

鱼形路灯这种异形结构固定柱，降低安装难度，提高现场施工效率；2、采用与散热器一体成

型的尾板固定部件，散热效果更好，而且配合安装套管的固定方式，可以有两种固定方式对

鱼形路灯进行固定，安装更加方便；3、采用仿生物外形，使路灯更具观赏性，所有部件均设

置在鱼形外壳的内部，鱼形外壳表面没有螺丝孔，仿真效果更好。

附图说明

[0019]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。

[0020]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；

[0021]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一的爆炸结构示意图；

[0022]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二的爆炸结构示意图；

[0023]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三的局部结构示意图；

[0024]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左半身结构示意图；

[0025]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右半身结构示意图。

具体实施方式

[0026] 以下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，并不因此而限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。

[0027] 实施例一：

[0028] 如图1所示的一种鱼形路灯，包括发光源1、电源组件2、左壳体31和右壳体32，发光

源1和电源组件2电连接，左壳体31与右壳体32拼接成鱼形外壳3，如图5和图6所示，左壳体

31的内壁上设有安装柱31A和卡位31B，右壳体32的内壁上设有用于与安装柱31A配合的安

装工位32A，左、右壳体32通过安装柱31A和安装工位32A配合的方式实现拼接连接。

[0029] 如图1所示，鱼形外壳3的底部设有与之拼接的作为鱼肚部分的灯罩4，所述灯罩4

选用PC罩，PC罩的透光性能好，发光源1设置在鱼形外壳3内部并且透过灯罩4发出亮光。

[0030] 发光源1设有用于将鱼形路灯固定的固定部件5，固定部件5的一部分伸出鱼形外

壳3；所述发光源1包括散热器11和灯珠板12，灯珠板12安装于灯罩4内，所述灯珠板12和灯

罩4之间设有防水圈13，灯珠板12的边缘处均布有若干凹槽，灯罩4的上方设有凸扣，凸扣卡

设在凹槽中，散热器11位于所述鱼形外壳3内部且安装在卡位31B处，并设置在灯珠板12的

上方，固定部件5与散热器11一体成型或可拆装连接。

[0031] 如图2所示，在本实施例中，所述固定部件5包括连接片51和尾部固定板53，连接片

51与散热器11一体成型，尾部固定53板与连接片51一体成型，增加散热器11的面积，散热效

果更好，连接片51与散热器11相互垂直设置，尾部固定板53向所述鱼形外壳3的尾部延伸设

置，尾部固定板53的末端设有螺丝孔53A，以实现通过尾部固定板53将鱼形路灯固定。

[0032] 在本实施例中，所述连接片51上设有用于走线的安装孔51A，内部的线路通过安装

孔51A伸出鱼形外壳3，连接片51通过锁螺丝的方式与所述安装套筒52固定连接，安装套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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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可以给线路起到导向的作用，并且安装套筒52的设计方便鱼形外壳3固定在外部的路灯

柱上。

[0033] 在本实施例中，所述鱼形外壳3的鱼嘴处设有球状的含珠6，含珠6设置增加了整体

的美感，含珠6内设有感应器，感应器与所述电源组件2电连接，以实现控制所述发光源1的

开启或关闭；感应器选用光控开关，当环境处于光亮状态时，光控开关控制发光源1关闭，当

环境处于黑暗状态是，光控开关控制发光源1开启，发出亮光。

[0034] 在本实施例中，所述鱼形外壳3的尾部设有鱼尾盖板31C，保护鱼形外壳3内部的电

子元器件，鱼形外壳3的眼睛部分设有与之固定连接的鱼眼罩31D，鱼眼罩31D采用透光材料

制成，在发光源1发光时，可以透过鱼眼睛发出亮光，使鱼形路灯整体更加生动，吸引游人，

增添游玩乐趣。

[0035] 在本实施例中，左壳体31与右壳体32采用透光材料，且内壁处设有若干小型灯珠，

小型灯珠与电源组件2电连接，在通电之后发出光亮，使得鱼形路灯的外壳处也能透出亮

光，营造出鱼鳞处闪闪发光的效果，更具美感。

[0036] 实施例二：

[0037] 如图3所示，在本实施例中，所述固定部件5还包括安装套筒52，安装套筒52的一端

与连接片51固定连接，另一端穿出所述鱼形外壳3，用于连接外部的路灯柱。

[0038] 多设置一安装套筒52，在安装鱼形路灯时，除了通过尾部固定板53将鱼形路灯安

装在固定在路灯柱或者墙壁上，还可以通过安装套筒52将鱼形路灯安装在路灯柱中，使得

鱼形路灯这种不规则形状的外壳也能够固定。

[0039] 在本实施例中，所述连接片51的两侧分别设有一挂耳51B，挂耳51B与所述安装套

筒52固定连接；通过挂耳将安装套筒52进一步固定，提高安装的稳固性，减少由于安装不稳

定而造成的安全事故。

[0040] 实施例三：如图4所示，在本实施例中，固定部件5由连接片51和安装套筒52组成，

安装套筒52与连接片51的固定连接，仅通过安装套筒52的固定方式，也能够满足将鱼形路

灯固定在路灯柱上，制造成本低。

[0041] 以上内容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，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，依据本实

用新型的思想，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，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

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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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

图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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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5

图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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